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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國大陸推動

「共同富裕」與「第三次分配」

撲的可能，再加上即將迎來「二十」大人事新局，
習近平大力推動「共同富裕」改革維穩，亦有鋪平
自己的連任道路的意圖。

首先，以「共同富裕」展開對民營企業的加
強監管。訴求是國家監管單位以反壟斷、保障各網
路電商平臺參與市場的公平性為著眼點。避免資
本、消費者數據、技術等生產要素過度集中於少數
業者，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以追求初次分配的公平
原則。

其次，民生相關產業，如教育、醫療、房地
產產業，其主要治理邏輯應是在於減少過度市場化

前言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至今，仍維持威權國家所
慣用的「口號標語內化於民心」等作為，鞏固其
統治正當性、社會維穩，或用以激發民族信心。
然而，部分口號僅止於社會動員需求，如 2005 年
( 民國 94 年 ) 反日示威活動，亦或教條式警示，如
習近平上任初期如火如荼的反貪腐運動 -「老虎蒼
蠅一起打」。然而，近期習近平高調提出的「共
同富裕」除有運動式治理的特徵，可能更有轉變
經濟發展的意涵。尤其，中國大陸外部承受來自
美國的壓力，內部則仍面臨 COVID-19 疫情不斷反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喊「共同富裕」口號引發疑慮，有錢人積極尋找藏錢保值的管道。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所長、分析師

 文《劉孟俊、謝頌遇》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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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國大陸推動

註 1、「大摩邢自強：當前監管周期將比以往更持久、更深遠」，香港經濟日報，2021年 8月 2日。https://reurl.cc/xG5WOe。

傾向，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居民生活成
本，助力實現共同富裕。

其三，中國大陸歷經 2018 年以來的美中貿易
戰與科技制裁洗禮後，內部被迫重新檢視其經濟發
展路線，目前主流論述倡議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不能選擇第三產業（服務業）為主的「美國模式」，
而應要選擇高端製造業為主，「重製造、輕服務」
的「德國模式」。

具體政策上將鎖定具「動搖國本」能力的大
型集團性企業，打著「節制資本」、「共同富裕」
的口號，切斷橫向跨域發展的大型民企，如阿里巴
巴，已跨足物聯網、資訊、金融、市場通路等，就
成為首要標的；但堅守製造實業如華為、小米，或
只做實體販售企業如娃哈哈、格力等，則不但不會
被打壓，還受到更多政策支持。

預期在習近平主政下的「共同富裕」不僅決定
「發展」的路線，更決定了「分配」的方式，如果
說過去數十年中國大陸追求經濟成長看重的是「效
率」，那麼接下來的幾年，如何做到「公平」將會
是更重要的課題。本文探討中國大陸推動「共同富
裕」與「第三次分配」的目標，並前瞻其效果與衍
生的副作用。

強化意識型態、企業監管與維繫製

造業重要角色

中國大陸強調要達到「共同富裕」的「三次
分配」論述，可回溯於厲以寧 1994 年所提出的理
論。初次分配是透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再分配
即是透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則是
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影響下的捐贈行為。但中
國大陸也強調，三次分配目的在形成中間大、兩頭
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此外，三次分配並非依時序、
而是交錯並行的，例如：志願勞動與初次分配同時
發生、捐贈發生於再分配之前而獲得減稅等。因此
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三次分配」
的意涵便是以為公無私、樂善好施等社會價值理念
為核心，在法律政策的鼓勵和促進之下，並非基於
個人利益或公權力強制，而是由看不見的「社會之
手」所推動，不同於市場和政府主導的「第三類分
配」行為。

當前中國大陸貧富不均問題、分配不公等議

題受到廣泛討論，「共同富裕」的政策論述可順勢
提供強而有力的正當性基礎，而貧富差距顯見於醫
療、教育、住房等面向，被視為這個階段必須攻克
的「新三座大山」。對此，中共中央近期已提出多
項具爭議且強硬政策改革手段。諸如：社會文化方
面，如精神鴉片（手遊）禁令、限娛令、懲處劣跡
藝人等，似在加強控管民眾意識形態；經濟面則大
力整頓互聯網以及強化網路監管，祭出反壟斷與防
止資本無序擴張；金融面則宣布成立北京證交所，
企圖解決中小企業籌資困難問題。

隨著中國大陸完成階段性脫貧工作，經濟發展
從成長逐步轉為注重平衡及追求可持續性，並以社
會公平、自給自足、數據安全等面向為治理重點，
藉由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鞏固社會底層民眾對中共
政權合法性的支持。1 可發現其形塑的脈絡便是為
受制於平臺壟斷力量的弱勢供應商及服務提供者
爭取利益，進而將中共中央定位為「秩序與正義的
護持者」，以形塑社會群體對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美中競逐的基調下，經濟實力
要能更加直接地轉化為實體國力，中國大陸理想科
技企業並非阿里巴巴、騰訊、滴滴打車等互聯網平
臺「軟科技」企業，而是積體電路、晶圓、人工智
慧、量子運算等「硬科技」企業。是以中國大陸政
府在扶持硬科技產業的同時，也有必要抑制軟科技
行業巨頭，將研發人才與資金引流至尚待耕耘的硬
科技產業體系。至於發展過於迅速的「軟科技」企
業，則透過強化控制，使整體產業不會過度放縱、
無序發展。

「共同富裕」的「重分配」及「強監管」措施
將陸續被推動，同時其發展主力將回頭重視製造業
帶動經濟增長的角色。預期製造業方面可得到資本
市場大力融資和政策扶持，特別是新興產業硬科技
領域，包括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半導體、軍工等將
成為產業重心，同時製造升級結合消費升級的趨勢
不變。相對的，服務業相關遏制政策則將會持續，
包括教育、醫美、電子菸、電商、傳媒、娛樂、遊
戲產業等，都從原來「無監管」變成「加強監管」。

綜上，無論「共同富裕」或「三次分配」皆承
襲自習近平「製造業不能丟」的反思，藉由鞏固作
為「硬實力」的製造業與新興科技產業，推動產業
升級與革新發展，同時以各種慈善樂捐活動換取人
民認同，為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提出解方，進而建
構「十四五」時期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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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監管促進「國進民退」與衍生

負面作用

當前「共同富裕」背景下，強化監管恐有以
下負面效果：促進「國進民退」、提高企業法遵成
本、減緩其發展與創新步伐，以及外商避險情緒升
溫。

首先，現今政策重點逐漸轉為「管理」及「控
制」，藉由國有資本參股、強化監管與成立黨組等
舉措，確保企業不致坐大，可牢牢掌握在黨的管理
下，進而落實「國進民退」的「混改制」企業經營
型態。

相關作法也呼應李克強 9 月中旬表示，國家
對包含民企在內的各類所有制市場主體「一視同
仁」，將積極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希望民營企業對
近期監管措施與「共同富裕」不要過度擔憂。儘管
現階段以「共同富裕」為名義推動「國進民退」，
進而將黨的力量伸入民營企業的情況尚未出現，但
觀察近期恆大事件的處置方式，無法否認未來仍有
以「共同富裕」促進「國進民退」的趨勢顯現。

其次，中國大陸針對平臺企業的反壟斷與監
管措施，主要目的雖是要規範企業經營秩序，長期
來看規模較小的企業可能會有更多的擴張機會，但
若執行力道過猛，也有可能反而扼殺了產業創新的
空間。尤其地方政府做為主要執法單位，後續可能
因權力收緊和政策解釋權的擴大使用，而形成產業
或企業的經營障礙，誘使企業配合整改，無形當中
將提高法遵等行政成本。

其三，在「共同富裕」強化監管下，企業創
新將轉趨低調並積極自我審查力求合規經營，間
接落實「科技威權主義」；重視反壟斷或將成為
ESG 2 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一部分，例如配合「共
同富裕」的「三次分配」政策，將部分營收捐出
以響應政府措施。瑞穗綜研的資深經濟學家伊藤
秀樹表示，加強監管很可能會壓抑陸企創新意願，
傷及經濟潛力 3。未來如何權衡「社會公平」及「科
技創新」的輕重，是中國大陸政府與科技型新創
企業未來必須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其四，中國大陸的市場規模對外資具有高吸
引力，但其風險正在上升中，北京當前政策方向可

中國大陸今年 2 月高調慶祝脫貧成績，稱 9,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擺脫貧困，創造了「人間奇蹟」。

註 2、ESG代表 Environmental（環境）、Social（社會）、Governance（公司治理），是一種企業責任、永續投資的概念。
註 3、MoneyDJ新聞，〈日企憂 "共同富裕 "政策 重新思考投資策略、急拋地產〉，2021.11.03。https://www.moneydj.com/

KMDJ/News/NewsViewer.aspx?a=96e32ba0-0aac-4d8d-969c-f9ca6823a419。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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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扼殺中國大陸富人的支出及投資。4 如部分日商
表示，倘若北京當局過度聚焦所得分配，降低富人
消費意願，不利日商於當地市場發展，日商將被迫
尋找其他具吸引力市場投資。日本軟銀集團社長孫
正義表示，由於近期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舉措，該
公司將暫緩新投資，觀望約 1-2 年明確投資風險，
掌握監管類型、範圍及對市場影響 5。

結論與建議

中國大陸政策聚焦「共同富裕」必然面臨尋求
共識的壓力。固然各種調控措施有相當原因係出自
於其政治發展（或謂政權延續）需求，但不管輿論
如何解讀，其確實有重新平衡成長與分配的意圖。
「共同富裕」主要針對中國大陸內部經濟與社會宏
觀發展做出指導，對臺灣而言主要影響應係在陸臺
商供應鏈或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獲利來源的臺
商。以下提列建議供參考：

首先，就當前情勢研判，共同富裕、強化監
管、重分配的風潮可能要到「二十大」後才會趨緩
或看出新風向。預判未來一年各行業的監管措施目
標都將以維穩優先；中長期而論，2022 年下半年
習近平屆時任期將滿 10 年，「共同富裕」經濟變
革將為其執政權威立下標竿。

另，浙江被選擇為共同富裕示範區，長期以
來都是以民營經濟為發展主體，因此更容易做到

「藏富於民」。考量未來 5 年浙江在「十四五規劃」
當中的 GDP 目標、以及共同富裕示範區的發展方
向，可推斷將會不斷強化民營經濟的比重和規模。
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路徑與未來政策，將會是觀察
中國大陸經濟下一階段發展樣貌的重要指標。

其次，「共同富裕」短期內政策不確定性偏
高，企業避免違反國家安全或社會穩定等紅線，因
此在陸臺商需關注當地的政治風險。建議多向臺商
群體說明，中國大陸細部局勢變化，尤其當前推動
「共同富裕」與強化監管的情勢發展，以強化企業
風險管理意識。中國大陸正進入經濟成長趨動力、

以及社會政策的典範轉移式（paradigm shift）調
整。我方可積極藉臺商協會、智庫、學術交流、媒
體或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多元管道，多分享
中國大陸目前的營商環境及政策情勢，協助中小型
在陸臺商業者掌握局勢變遷。

此外，也可參考類似中國海峽研究院「兩岸
關係風險指數」指標模式，設計涵蓋法規動向、政
治氛圍、經濟產業、社會動向等同時納入定量與定
性指標，以完善兩岸關係風險監控機制。同時，透
過監測結果可進一步分析當前中國大陸經濟景氣
情勢，作為政府政策及臺商兩岸營商參考。

其三，因應在陸臺商法遵成本上升，企業需
有法務部門提供相關協助，掌握政策走向。若存在
相關合規風險，應及時與專業法律團隊進行聯繫，
儘早評估相關風險，做出應對方案，最大化降低風
險。建議政府可協助企業強化政策法規風險預警，
尤其圍繞「共同富裕」、「重分配」的政策與執行
追蹤。引導企業檢視自身對於法規調整的可行性，
有效結合客戶與供應商能量，共同面對可能的威
脅。「十四五」期間的稅改政策是重要趨勢，包括
增開資本利得稅、消費稅、奢侈品稅等。目前在中
國大陸持有不動產、營運個體或資金的臺商，需提
早做好準備因應稅制規範的調整。

其四，「共同富裕」倡導學習德國模式，中
小規模科技製造型企業可能為重點扶持對象，著重
具研發能力與創新能力的「專精特新」企業，呼
應中國大陸發展新能源、新基建等戰略（例如微晶
片、電池、機器人和先進材料）。中國大將進一步
強化紅色供應鏈產業實力，提升產業鏈穩定性和競
爭力。預期未來將強化吸引臺灣「隱形冠軍」，因
此我政府單位針對「如何將核心業務與人才留在臺
灣，防範關鍵技術外流」在法規面與政策面應有更
多著墨。

註 4、MoneyDJ新聞，〈日企憂 "共同富裕 "政策 重新思考投資策略、急拋地產〉，2021.11.03。https://www.moneydj.com/

KMDJ/News/NewsViewer.aspx?a=96e32ba0-0aac-4d8d-969c-f9ca6823a419。
註 5、「監管風暴席捲內地 彰顯施政深層邏輯」，2021.08.15，明報社評。https://news.mingpao.com/

pns/%E7%A4%BE%E8%A9%95/article/20210815/s00003/1628964959001/%E7%A4%BE%E8%A9%95-%E7%

9B%A3%E7%AE%A1%E9%A2%A8%E6%9A%B4%E5%B8%AD%E6%8D%B2%E5%85%A7%E5%9C%B0-

%E5%BD%B0%E9%A1%AF%E6%96%BD%E6%94%BF%E6%B7%B1%E5%B1%A4%E9%82%8F%E8%B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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